
原油期货上市满“周岁” 破解产业避险难题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对国内众多能源企业而言，近几年伴随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可谓一直在“过山车”的心境中度过。 2018年3月26日，上海原油期货的推出，从格局上改变了上述现货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思路。

迄今，上海原油期货运行满一周年，其功能在企业应用探索中得以良好发挥，也为期市国际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市场人士认为，这标志着该品种已正式走出“婴儿期” ，逐渐走向成熟阶段。

企业三大避险难题得解决

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上市以来，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关性较好，尤其是成交量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跃居全球第三，市场潜力可见一斑。

服务实体经济是国内期货市场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重要主旨。 原油期货处于石油产业链上游，其推出和发展对整个产业链影响深远。 据了解，在石油贸易市场，目前定价仍主要以布伦特原油期货和WTI原油期货为基准。 上海原油期货运行一周年以来，企业人士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原油期货推动之下，产融结合对于应对跨境避险难题、推动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作用。

中化石油作为能源产业公司，过去一年中持续探索利用上海原油期货合约进一步丰富计价手段、分散经营风险、辅助提升业绩。 据介绍，该公司全年原油和成品油经营总量超过1亿吨，拥有较强的境外石油资源获取能力，年原油长约量超7000万吨。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探索参与原油期货，公司长期面临的三大避险问题得到了解决。

首先，原油进口企业所面临的在途价格风险。 由于主要产油国普遍同我国存在较大的地理间隔，从装港到卸港通常需要1-2个月时间，在这期间，原油价格波动影响进口企业经营业绩 。 中化石油有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原油进口企业通常挑选境外期纸货市场中流动性较好的合约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但由于境外合约品质和亚洲时段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所造成的基差时常存在，可能会影响套保效果；在上海原油期货合约推出后，由于亚洲时段流动性充裕且合约基于中质含硫原油设计等特点，给予原油进口企业在选用套保方案时更多选择，有效提升企业规避在途价格风险手段。

其次，国际原油贸易结算货币及境外期货市场均以美元计价，原油进口企业在购销两端存在汇兑风险。 上述负责人指出，人民币计价的上海原油期货推出后亦可有效规避汇率因素影响。

再次，进口企业可以通过“实物交割+期现结合”有效降低原油采购成本。 中化石油在具体采购过程中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当原油到岸价高于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时，可选择买入上海原油期货合约，卖出境外期货合约，锁定原油采购成本优势；当所采购交割品质原油到岸价格低于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时，可选择在境外采购后交入上海原油期货合约实现盈利，同时采购其他替代品种加工，统筹后实现采购整体优化。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称“京博石化”）是一家以石油化工为主业，集石油炼制与后续深加工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公司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为350万吨 /年。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原油期货上市后不久，公司作为首家地炼买家买入了国内首船以上海原油期货价格计价的原油实货。 “WTI、Brent原油和国内炼厂实际使用的原油品质存在差异，因此价格趋同性上存在偏差 ，这降低了避险效果。 另外，国外原油期货以美元计价机制也加大了企业套期保值难度。 目前我们尝试选择中国原油期货升贴水的模式进行定价，大大降低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运营风险。 ”

推动能化产业深化产融结合

在中国原油期货合约首批交易单位中，振华石油名列其一。 据了解，该公司原油、成品油年贸易量6500多万吨，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 目前已建立从海外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到国际石油贸易、仓储运输、石油炼化的产业链。

2018年7月底，振华石油贸易团队注意到，受国内宏观因素及国际地缘局势影响，中国原油期货价格已从跟随国际主流期货，逐步走出一波相对独立的行情，中国原油期货价格相比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出现了一定溢价。 如果此时从国际原油市场采购原油，并在国内进行交割，将实现无风险盈利。

“这时候，我们通过集团内部整个石化产业链相互协同配合，首先解决了实货的问题，紧接着通过相关业务人员连续一周盯盘，终于找到了建仓的最佳时机。 在此过程中，公司还锁定了外汇敞口，确保全流程无敞口风险。 在此后的船运、装卸等过程中，公司克服了天气、时间等多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中国原油期货的首次交割，为业务走通全流程进行了积极探索。 ”振华石油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国内外原油期货参与主体的增加，原油现货的竞争格局会逐渐发生变化。 对于地炼企业来说，关注和参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京博石化作为上期所沥青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和指定交割品牌，在一年来的参与中深刻地感受到了金融与实体产业的密切关系。

京博石化相关负责人指出，公司主要通过两大方式参与上海原油期货。 第一是库存保值（以卖空保值为主），之前主要选择布伦特或WTI原油标的，但从市场和定价机制来说，它们无法有效代表国内炼厂真实需求，目前公司库存保值倾向于选择上海原油期货。 第二是产能套保（锁定裂解价差），之前主要通过“买入纽约NYMEX的WTI原油期货合约+卖出上期所的沥青期货合约”操作，以便在沥青裂解价差高位区间锁定利润，上海原油期货增加了公司的产能套保操作渠道，且它与沥青期货都是国内上市品种，相关性较高，且交易时间一致性高，能够防范外盘操作中的时间敞口风险。

“随 着 上 海 原 油 期 货 的 发 展 和 成 熟 ， 国 内 的 原 油 生 产 企 业 、 炼 厂 等 加 工 企 业 以 及 最 终 用 户 会 逐 渐 以 上 海 原 油 期 货 价 格 作 为 基 准 进 行 效 益 测 算 ， 进 而 通 过 参 与 上 海 原 油 期 货 进 行 相 应 的 保 值 操 作 来 锁 定 成 本 或 利 润 。 ” 中 联 油相关 负责人 告诉记者 ，原油期 货上市 之后 ，整个 中石油 系统都 很重视 ，密切关注 合约的 流动性 、市场反 应以及与 WTI 、布伦 特的联 动关系 ，并 进行阶 段总 结 ， 为 后 续 探 讨 采 用 国 内 原 油 期 货 进 行 上 下 游 产 品 定 价 或 保 值 打 基 础 。

据了解，在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上市当日，中联油参与了集合竞价，并成功完成了中石油的首单交易，是原油期货首批交易的企业之一。 截至目前，中联油已在原油期货多个合约上进行了交易，并参与了多次交割。

以点带面扩大期市国际化范围

过去一年中，中国不断加快市场开放的节奏，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作为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上海原油期货推出并运行一年后，获得了国际市场投资者的广泛认可。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魏红斌对记者表示，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上市以来，成交量与持仓量都获得数倍增长，与世界油价走势的相关性显著提升。 中国原油期货的上市不仅弥补了国际原油价格尚无法通过人民币定价的空缺，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休市期间，为投资者提供了保值对冲的工具。

法兴主经纪商业务亚太地区负责人James� Shekerdemian表示，法兴银行高度关注中国原油期货，对其价格运行进行了长期跟踪。 总体而言，运行情况良好。 法兴银行目前已正式成为在能源交易中心备案的境外中介机构，并将积极推动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该市场的交易。 希望中国期货市场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推出更多国际化品种。

“中国推出原油期货并向全球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原油期货以人民币计价，美元可以作为保证金，兼顾了境内外投资者的需求，是期货市场国际化的第一步。 目前原油期货市场效果超出我们的预期。 原油期货可以推动油气产品市场化改革，加速期货市场双向开放，增强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预期管理。 原油、铁矿石和PTA期货具有以点带面的重要作用，应以原油、铁矿石和PTA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为契机，进一步加快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步伐。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建议。

主稿配图：国内原油期货上市一周年来成交量、持仓量变化图，张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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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三大避险难题得到解决

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上市以

来，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与国际市场价

格相关性较好，尤其是成交量在半年不

到的时间里跃居全球第三，市场潜力可

见一斑。

服务实体经济是国内期货市场发

展与对外开放的重要主旨。原油期货处

于石油产业链上游，其推出和发展对整

个产业链影响深远。 据了解，在石油贸

易市场，目前定价仍主要以布伦特原油

期货和WTI原油期货为基准。 上海原

油期货运行一周年以来，企业人士深刻

地感受到在中国原油期货推动之下，产

融结合对于应对跨境避险难题、推动企

业创新升级的重要作用。

中化石油作为能源产业公司，过去

一年中持续探索利用上海原油期货合

约进一步丰富计价手段、 分散经营风

险、辅助提升业绩。 据介绍，该公司全年

原油和成品油经营总量超过1亿吨，拥

有较强的境外石油资源获取能力，年原

油长约量超7000万吨。该企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探索参与原油期货，公司

长期面临的三大避险问题得到了解决。

首先，原油进口企业所面临的在途

价格风险。 由于主要产油国普遍同我

国存在较大的地理间隔， 从装港到卸

港通常需要1-2个月时间， 在这期间，

原油价格波动影响进口企业经营业

绩。 中化石油有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原

油进口企业通常挑选境外期纸货市场

中流动性较好的合约进行套期保值操

作， 但由于境外合约品质和亚洲时段

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所造成的基差时常

存在，可能会影响套保效果；在上海原

油期货合约推出后， 由于亚洲时段流

动性充裕且合约基于中质含硫原油设

计等特点，给予原油进口企业在选用套

保方案时更多选择，有效提升企业规避

在途价格风险手段。

其次，国际原油贸易结算货币及境

外期货市场均以美元计价，原油进口企

业在购销两端存在汇兑风险。上述负责

人指出，人民币计价的上海原油期货推

出后亦可有效规避汇率因素影响。

再次，进口企业可以通过“实物交

割+期现结合” 有效降低原油采购成

本。中化石油在具体采购过程中就采取

了这样的做法：当原油到岸价高于上海

原油期货价格时，可选择买入上海原油

期货合约，卖出境外期货合约，锁定原

油采购成本优势；当所采购交割品质原

油到岸价格低于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时，

可选择在境外采购后交入上海原油期

货合约实现盈利，同时采购其他替代品

种加工，统筹后实现采购整体优化。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简

称“京博石化” ）是一家以石油化工为

主业，集石油炼制与后续深加工为一体

的大型民营企业， 公司原油一次加工

能力为350万吨/年。 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上海原油期货上市后不久，公

司作为首家地炼买家买入了国内首船

以上海原油期货价格计价的原油实

货。“WTI、Brent原油和国内炼厂实际

使用的原油品质存在差异， 因此价格

趋同性上存在偏差， 这降低了避险效

果。 另外，国外原油期货以美元计价机

制也加大了企业套期保值难度。 目前

我们尝试选择中国原油期货升贴水的

模式进行定价，大大降低了汇率波动带

来的运营风险。 ”

原油期货上市满“周岁” 破解产业避险难题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以点带面扩大期市国际化范围

过去一年中， 中国不断加快市场开

放的节奏， 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中

国资本市场。 作为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

一部分， 上海原油期货推出并运行一年

后，获得了国际市场投资者的广泛认可。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魏红斌对记者表示，人民币计价原油

期货上市以来，成交量与持仓量都获得

数倍增长，与世界油价走势的相关性显

著提升。中国原油期货的上市不仅弥补

了国际原油价格尚无法通过人民币定

价的空缺， 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休市期

间，为投资者提供了保值对冲的工具。

法兴主经纪商业务亚太地区负责

人James� Shekerdemian表示，法兴银

行高度关注中国原油期货，对其价格运

行进行了长期跟踪。 总体而言，运行情

况良好。法兴银行目前已正式成为在能

源交易中心备案的境外中介机构，并将

积极推动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该市场

的交易。希望中国期货市场能加快对外

开放步伐，推出更多国际化品种。

“中国推出原油期货并向全球开

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原油期

货以人民币计价， 美元可以作为保证

金，兼顾了境内外投资者的需求，是期

货市场国际化的第一步。目前原油期货

市场效果超出我们的预期。原油期货可

以推动油气产品市场化改革，加速期货

市场双向开放，增强期货市场对现货市

场的预期管理。 原油、铁矿石和PTA期

货具有以点带面的重要作用， 应以原

油、 铁矿石和PTA期货引入境外交易

者为契机，进一步加快中国期货市场的

国际化步伐。 ”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

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建议。

推动能化产业深化产融结合

在中国原油期货合约首批交易单

位中，振华石油名列其一。据了解，该公

司原油、成品油年贸易量6500多万吨，

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目前已建立从海

外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到国际石油

贸易、仓储运输、石油炼化的产业链。

2018年7月底，振华石油贸易团队

注意到，受国内宏观因素及国际地缘局

势影响，中国原油期货价格已从跟随国

际主流期货，逐步走出一波相对独立的

行情，中国原油期货价格相比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出现了一定溢价。如果此时

从国际原油市场采购原油，并在国内进

行交割，将实现无风险盈利。

“这时候，我们通过集团内部整个

石化产业链相互协同配合，首先解决了

实货的问题，紧接着通过相关业务人员

连续一周盯盘，终于找到了建仓的最佳

时机。 在此过程中，公司还锁定了外汇

敞口，确保全流程无敞口风险。 在此后

的船运、装卸等过程中，公司克服了天

气、时间等多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中国

原油期货的首次交割，为业务走通全流

程进行了积极探索。 ”振华石油相关负

责人表示。

随着国内外原油期货参与主体的

增加，原油现货的竞争格局会逐渐发生

变化。 对于地炼企业来说，关注和参与

上海原油期货交易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京博石化作为上期所沥青期货指定交

割仓库和指定交割品牌，在一年来的参

与中深刻地感受到了金融与实体产业

的密切关系。

京博石化相关负责人指出，公司主

要通过两大方式参与上海原油期货。第

一是库存保值（以卖空保值为主），之

前主要选择布伦特或WTI原油标的，

但从市场和定价机制来说，它们无法有

效代表国内炼厂真实需求，目前公司库

存保值倾向于选择上海原油期货。第二

是产能套保（锁定裂解价差），之前主

要通过 “买入纽约NYMEX的WTI原

油期货合约+卖出上期所的沥青期货

合约” 操作，以便在沥青裂解价差高位

区间锁定利润，上海原油期货增加了公

司的产能套保操作渠道，且它与沥青期

货都是国内上市品种， 相关性较高，且

交易时间一致性高，能够防范外盘操作

中的时间敞口风险。

“随着上海原油期货的发展和成

熟，国内的原油生产企业、炼厂等加

工企业以及最终用户会逐渐以上海

原油期货价格作为基准进行效益测

算，进而通过参与上海原油期货进行

相应的保值操作来锁定成本或利

润。 ” 中联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

油期货上市之后， 整个中石油系统都

很重视，密切关注合约的流动性、市场

反应以及与WTI、布伦特的联动关系，

并进行阶段总结，为后续探讨采用国

内原油期货进行上下游产品定价或

保值打基础。

据了解，在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

货上市当日， 中联油参与了集合竞价，

并成功完成了中石油的首单交易，是原

油期货首批交易的企业之一。 截至目

前，中联油已在原油期货多个合约上进

行了交易，并参与了多次交割。

黄金牛途风景正好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一边是美联储会议偏“鸽派” 表态

带来的支撑， 另一边是市场对英国无协

议脱欧担忧的加剧， 上周国际金价在市

场多空情绪拉锯中震荡收涨，COMEX

黄金期货主力合约周涨幅为0.85%。 分

析人士指出， 短期国际市场货币转向宽

松的可能性较大，金银价格获得支撑。 从

更长周期来看， 各国央行购金行为以及

金油比处在历史极端位置等， 也与历史

上黄金牛市中出现的现象较为一致。

黄金周线“三连阳”

在经济下滑忧虑下，日本央行、美联

储会议、英国央行本月会议均维持“鸽

派” 基调，上周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累计

涨幅近1%，周线收出“三连阳” 。

但市场人士认为，市场对美联储“鸽

派”决议预期已经有所消化，加之美国上

周初请就业数据靓丽，利好美元，且欧盟

和英国在推迟脱欧日期上立场不一，市

场对英国无协议脱欧担忧加深，英镑、欧

元走弱推升美元，贵金属价格一度承压。

“欧盟无条件地将脱欧时间延后至

4月12日， 若英国议会近期批准脱欧协

议， 欧盟将同意延长脱欧最后期限至5

月22日。 但4月12日的期限令英国通过

此前脱欧协议的可能性较小， 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加大。总体来看，美联储‘鸽

派’ 会议之后，市场近期关注焦点将转

向英国脱欧事件上， 不管是协议脱欧还

是‘硬脱欧’ ， 均将给经济带来一定压

力，从而货币转向宽松的可能性加大，贵

金属将继续获得支撑。 ” 中信建投期货

分析师江露表示。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 美联储货币政

策方面表态对黄金价格的支撑作用仍

在，也就是利好尚未出尽。宝城期货分析

师曹峥指出，总体来看，美联储此次会议

表现极为“鸽派” ，虽然市场此前已经消

化一部分预期， 但仍将对市场造成货币

略微宽松的暗示。

曹峥认为， 美联储进入观望期并明

确结束缩表进程对贵金属继续形成支

撑， 而悲观的经济预期带来的货币略微

宽松的暗示，也形成金银的利多环境。中

国央行已连续三月积极抄底增持黄金储

备，在此利多信号之下，预计贵金属将持

续呈现震荡偏强，重心上移的走势。

或重演2016年牛市行情

从持仓来看， 截至3月21日，SPDR�

Gold� Trust黄金ETF持仓量为778.09

吨， 连续三日持平。 同时，Shares� Sil-

ver� Trust白银ETF持仓量为9668.46

吨，连续六日持平。

“复盘历史行情后发现，本轮行情

类似于2016年上半年货币宽松预期+冲

突事件不断催化的黄金上涨行情。 ” 兴

业证券研究员张忆东表示。

展望后市，张忆东分析，美联储加息

周期进入尾声的信号明显，各国陆续释放

“鸽派”及“降息”信号，全球货币宽松预

期再起。 美国期限利差倒挂、TIPS收益率

回落已反映经济见顶信号。在全球地缘局

势风险及贸易风险的不确定下，各国央行

也纷纷增加对黄金的储备，多元化储备趋

势开始出现。 此外，金油比也处在历史极

端位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多头持

仓位于历史低位水平，极端持仓暗示短期

内黄金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对国内众多能源企业而

言， 近几年伴随原油价格大幅

波动，可谓一直在“过山车” 的

心境中度过。 2018年3月26日，

上海原油期货的推出， 从格局

上改变了上述现货企业经营者

的经营思路。

迄今， 上海原油期货运行

满一周年， 其功能在企业应用

探索中得以良好发挥， 也为期

市国际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

验。 市场人士认为，这标志着该

品种已正式走出“婴儿期” ，逐

渐走向成熟阶段。

郑糖期价下跌空间有限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上周，郑糖期货连续阴跌，主力

1905合约一度触及逾两个月新低

4917元/吨，创下日线“四连阴” 。 分

析人士表示，印度、泰国糖产量继续

攀升，对于国际糖价形成压制。此外，

国内糖市由于进口利润逐渐打开，后

市进口糖量将增加，使得郑糖期价承

压。 不过，3月食糖销售淡季不淡或

对期价形成一定支撑。 因此，中短期

来看，郑糖期价或以震荡走势为主。

期价延续疲软态势

上周，郑糖期货主力1905合约最

低一度下探至4917元/吨，创下1月18

日以来新低。“上周四夜盘开盘时，郑

糖期货主力1905合约出现了极端价

格成交情况，因此价格创下阶段新低，

但整体来看，跌幅仍在合理范围内。 ”

中信建投期货农产品研究团队表示。

瑞达期货农产品组分析师表示，

由于印度、 泰国糖产量继续攀升，对

于国际糖价形成压制。而国内糖市由

于进口利润逐渐打开，后市进口糖量

将增加。

南华期货白糖分析师严兰兰表

示，多家机构根据印度最新压榨进度

情况上调了本榨季全球食糖产量。咨

询机构Kingsman公布的最新预估

显示， 上调本榨季过剩预估91万吨

至555万吨，且下调下榨季短缺预估

40万吨至193万吨。“整体来看，印度

是本榨季糖市多头的一大麻烦。 ”

中短期维持震荡

从基本面来看，中信建投期货农

产品研究团队表示，供应方面，当前

仍处于国内白糖增产周期，且目前因

印度、泰国仍呈现增产态势，加上面

临巴西食糖季节性上量，国际原糖库

存去化较慢，原糖价格难以持续反弹

走高，依然维持在每磅12-14美分区

间波动。 以此来看，国内糖市将存在

通过进口国际廉价糖以及走私渠道

进入的可能，供应端整体或偏充裕。

需求方面， 从中国糖协公布的销

糖数据来看， 食糖消费需求较上一年

度有了明显改善。一方面，低价糖足以

激发市场需求， 白糖与淀粉糖价差持

续走低，淀粉糖的替代效应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现货、期货市场看涨情绪逐

渐发酵，加上买涨不买跌心理，正值淡

季的糖市价格受到明显支撑。据了解，

部分白糖贸易商开始逢低囤货以备后

市上涨， 终端需求也开始提前加快补

库或通过郑糖期货建立虚拟仓库。

严兰兰表示，国内市场产量不及

预期已基本被市场消化，3-4月是每

年的传统销售淡季，但今年增值税会

在4月初下调，促进了3月食糖销售，

造成3月淡季不淡， 或透支了4月国

内食糖需求。 同时，进入4月后，预期

进口将增加，增大现货供应压力。

对于后市，严兰兰表示，未来半

年原糖或仍将维持低位区间震荡。对

于郑糖而言，未来两月受短期供需结

构影响走势或偏空，长期而言，反弹

尚需等待原糖走势指引。

中信建投期货农产品研究团队

则认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糖市供

需矛盾仍难以突出， 中短期维持震

荡，但食糖周期拐点已显现：其一，蔗

农种植收益降低，蔗款兑付情况不及

去年；其二，据了解，即便下一榨季放

开蔗区，部分龙头制糖企业也不会主

动去跨区域增收扩产；其三，国际糖

价连续低位徘徊，下一榨季各主产国

减产步伐更加一致。因此，长期来看，

糖价上涨趋势有望逐渐明朗。

大商所努力推动衍生品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

本报记者 马爽

阳春三月春意浓。开学季，北京大

学金融数学系李心雨走进了期货衍生

品选修班，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

正强要为大家讲授开班第一课《衍生

品市场的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 而

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29岁的李博雅

在永安期货研究中心的大楼里， 正忙

碌的工作。两年前，还在学校读书的李

博雅参加了大商所支持、 永安期货与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的高校期

货人才培育项目。6个月的系统学习和

实习历练， 为他打开了通往大宗商品

领域的职场大门。 当很多毕业生对就

业感到困惑的时候， 李博雅已在永安

开启了商品研究员职业生涯。

受益于大商所高校期货人才培育

项目的不止李心雨和李博雅。据了解，

大商所2016年提出高校期货人才培

育战略，2017年开始实施项目，探索前

置期货人才培育工作， 面向高校大学

生培训期货知识和市场实务基础，为

社会和未来持续培养期货行业后备人

才，探索出一条衍生品投资者教育、提

升全民风险管理观念的新路径。

至今，大商所已联合8个地方期

货业协会、50家期货公司，与67所高

校开展了90个高校期货人才培育项

目，开班培训超过6200名学生。 与大

商所合作开展培育项目的高校包括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18

所双一流高校和16所原211高校。

据大商所会员服务部周欣介绍，

高校期货人才培育项目课程每学年

不少于48学时， 课程设计贴近衍生

品行业发展前沿。

为激励学生踊跃参与， 大商所还

推动各高校将期货人才培育项目作为

学分教育。 并为优秀学生设立了“大

连商品交易所奖学金” ，至今已向900

多名学生发放奖学金约200万元。

在银河期货-中央财经大学项目

中，银河期货为学生提供了期货交易、

量化交易、产业研究、股指分析等11个

实习岗位，2018年已接收12位实习

生，部分学生实习期长达8个月。 注重

实践的培育模式也得到了学生的踊跃

参与。 2017年，该项目原计划招生50

人，实际有240名学生报名，受教学管

理等原因限制，最终确定120名研究生

为当期学员。 由于2017年该项目课程

在校内好评如潮，2018年选课率接近

百分之百， 位列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各课程选课率之首。“高校项目拓

宽了学生就业渠道， 树立了正确的就

业理念， 值得在金融行业内进一步推

广。 ”银河期货总经理杨青说。

“此前通过高校项目进入永安期

货工作的部分员工已在中层岗位任

职。 项目成为永安重要的人才储备基

地。 ”永安期货总经理葛国栋表示。

尽管大商所高校期货人才培育

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推动投资

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长期过

程，在高校普及推广期货衍生品教育

仍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大商所会员服务部周欣表示，下一步

大商所将多措并行，持续深化高校期

货人才培育项目建设。

易盛农期指数底部形态基本成型

易盛农期

指数3月量缩

价稳， 底部形

态基本成型。

截至3月22日，

易盛农期指数

收于981.55点。

棉 花 方

面， 郑棉期货

走势未来主要

关注 两大 方

向：其一，国际贸易局势变化；其二，国内季节性波动规律，四五月份棉花价格

主要受春播天气以及下游传统需求旺季影响。近期棉价支撑强度相对较高，后

续重点关注纺企开工率以及订单增量。总的来说，棉花期货价格已筑出平稳底

部，待宏观环境给予突破契机。（南华基金 林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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